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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傳統安全」概念源自對安全認知的轉變。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中，安

全議題型態不斷變化，從傳統的軍事與外交事務，轉而重視非軍事因素對國家和

人類生活構成的威脅。安全威脅的範疇從以往「單一」性質趨向「多元」面向，

加上議題具有明顯的跨國性特徵，安全事務的治理也越趨複雜。因此，許多新型

安全概念因此應運而生。最明顯的改變是以合作取代對抗、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

際衝突，透過跨國合作與治理機制建立這樣的概念作為分析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新

觀點。 

本研究群嘗試將「歐洲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安全治理」三個不同

但相互關聯的議題結合起來。歐盟在「非傳統安全治理」並非單一模式，需視政

策議題的內容而定。研究群在一年半聚會期間，藉由研究群成員挑選之歐盟小國

在非傳統議題的功能性合作，分析歐盟架構下的治理模式。進而探究小國在非傳

統議題如何透過跨國合作與有效治理的機制提升安全的能力。進而探究歐盟在地

中海區域如何透過跨國合作與有效治理的機制提升安全的能力。探討子題如下： 

一、非傳統安全範疇多元，歐盟如何強化會員國之間的合作？以及超國家機構（主

要是歐盟執委會）以及會員國之間權限要如何劃分? 

二是面對複雜且多元的非傳統安全議題，小國要如何去善用自身的優勢，在歐盟

大國之中合縱連橫，維持彼此利益？ 

三、實務運作方面，多層級治理體系下，歐盟治理模式有何不同？及歐盟如何調

適實務面與法律規範的差異？ 

 

關鍵詞：歐洲小國、非傳統安全、歐盟治理、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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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 derived from the diversified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post-Cold War, the pattern of secu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affairs 

to the threats posed by non-military elements to national survival and human life. The 

scope of security threats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diversified” threats. The 

issues have obvious trans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that the governance of security 

affair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Consequently, many new security 

concepts have emerged which the most obvious change is the replacement of 

confrontation with cooperation. Such concepts a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have been considered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his research community attempts to combine three different but interrelated 

issues of “European small state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y governance” in EU is not a single model 

but rather diversified based on different issues. The project in one and a half years 

analyzes the governance model under the EU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ll states functional cooperation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se studies also 

explore how the small states can enhance their security strategy and bolster 

capabilities through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iming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sub-questions: 

First, when facing diversifie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how can EU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how can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mainl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Member States assign their 

authorities? 

Second, when facing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how can small states utilize its superiority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to ensure 

its own interests? 

Third, when under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 what governance model 

should EU use? How can EU perform its governance practice under the legal norms? 

Keywords: European Small State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EU Governance, 

Secur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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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包含每個場次討論之題目及內容摘要、計畫執行之心

得或收穫。 

 

「歐洲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在一年半執行期限中，依據研究群成員學校

輪流主辦的形式，前後舉辦 7次研究群聚會，1次協辦會議。 

第一次聚會：2016年 3月 3日於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會議室 

第二次聚會：2016年 4月 22日於東海大學創意學院 C309會議室 

第三次聚會：2016年 06月 21日於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2館 607教室 

第四次聚會：2016年 11月 14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區五樓校友會館 

第五次聚會：2016年 12月 16日於中興大學社館院 931會議室 

第六次聚會：2017年 1月 6日於南華大學圖書館生命教育中心教室 

第七次聚會：2017年 6月 27日於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會議室 

協辦會議：2017年 4月 14日於中興大學社館大樓 931教室 

 

1. 每聚會場次討論之題目及內容摘要 

 

研究群聚會每次設定一個主題，初期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一名社群成員與之

對談，其餘參與成員參與意見討論。中期之後，修正改以座談形式呈現，依舊邀

請一至二位專家學者（非研究群成員）演講，其餘社群成員依照會議子題發表，

最後綜合座談。協辦會議主要與歐洲時事結合，主要以川普當選後美歐關係以及

英國退歐公投之後的後續發展為討論焦點。每場次內容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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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1 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聚會 

 

會議紀錄與演講摘要 

時間  : 2016年 3月 3日(星期四)下午 10:00~12：00 

地點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 3樓會議室 

召集人: 吳東野（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兼美歐所所長）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出席  : 吳東野、卓忠宏、楊三億、林子立、李俊毅、崔進揆 

紀錄:梁曉昀 

 

一、提案討論事項（10：00~11：00） 

 

1.提案一有關研究群年度聚會日期、形式、地點，會中決議： 

（1）年度會議上以研究群成員所任學校各舉辦一次為原則，最後（2017 年

2月）於召集人吳東野老師所在政大國關中心結案與成果發表。週期為

每學期聚會 2-3次，寒暑假期間另敲定聚會時間。 

（2）若今年年底無國際關係年會，將於 11月份自行舉辦研討會，研究群成

果以成員發表的演講、研討會內容彙整並出版成冊。出版方面吳東野

老師可大力協助。 

（3）以現有金費運作，於今年年底提科技部（前導型）整合型研究計畫。 

2、就提案二、演講者名單推薦，以及建議演講時間、地點、主題： 

（1）演講者，盡量搭配二位成員以及邀約一位非成員演講，其餘成員與談。 

（2）下次聚會舉辦時間訂於 4月底~5月初；地點在東海大學政治系（由林

子立老師商借場地）；主題集中在歐洲移民與難民問題討論。 

3. 提案三:討論年底（2016年）提出科技部整合型計畫可行性； 

（1）王啟明老師、楊三億老師、林子立老師、卓忠宏老師等曾寫過與環境

治理相關研究，吳老師提議四人整合成一個小組，試探討與比較小國

與大國間環境治理層面之差異性。並希望多些作者立場，及批判性思

考；另一主題可集中在移民問題上的研究，應結合理論與實務，內容

要與時俱進，配合現今時事發展。 

（2）年底(2016年)整合型計畫案討論，以議題做區分分組進行，11月聚會

時一併討論，就計畫案內容分工書寫。 

 

二、專題演講：非傳統安全研究方法論（吳東野老師） 

1. 「非傳統安全研究」困難度在於內容過度廣泛，較難有聚焦、共識。 

2. 可從「治理」角度切入非傳統安全議題：如歐盟如何處理溫室效應減少碳排

放？如何強化自身能源安全？面對棘手的移民與難民問題，歐盟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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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處理這三類型議題時劃分為三種不同類型：有歐盟專屬權限（如環境

安全治理）、有會員國主導議題(如能源安全問題)、也有與會員國共享權限（移

民、難民政策）。將此三項有趣的對比，配合歐盟法相關規範，可發現法律規

範與現實運作中，其實有不小落差。將來可透過各自研究找出差異與相互關

連性。以此三項主軸，各自發展未來研究。 

3. 臺灣過去研究多著重在大國思維上，而今應著重在小國思維的研究上。可思

考是否有機會在學校開設相關小國的課程，從基本的運作開始談起，建立小國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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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 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聚會 

 

演講主題 

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研究論壇：難民危機之挑戰 

 

時間  : 2016年 4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3:00~6:30 

地點  : 東海大學創意學院 C309會議室 

召集人: 林子立 (東海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出席  :卓忠宏、楊三億、林子立、李俊毅、崔進揆、王啟明、胡祖慶、沈玄池 

紀錄:梁曉昀 

 

內容摘要:  

一、東海大學政治系主任-胡祖慶教授致詞。 

二、沈玄池教授針對《難民危機之挑戰》演講。 

三、小國研究群成員與沈老師之 Q&A討論。 

四、在座學生與沈老師之 Q&A討論。 

五、討論下次聚會召集人與開會主題。 

  



5 

 

 

105學年度第 3 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聚會 

 

演講主題 

歐盟環境議題的多層次治理 

 

時間  : 2016年 06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4:00~18:30 

地點  : 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2館 607教室 

召集人: 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出席  :卓忠宏、李俊毅、林子立、崔進揆、楊三億、譚偉恩、蔡育岱、 

廖宗聖 

紀錄:梁曉昀 

 

內容摘要:  

一、廖宗聖老師針對《歐盟環境議題的多層次治理》演講。 

二、歐盟小國研究群成員與廖老師針對該議題討論。 

三、討論下次聚會召集人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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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4 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聚會 

 

會議主題 

 歐洲安全政策：Horizon2020中安全議題 

 

時間  : 2016年 11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17:00~18:45 

地點  : 淡江大學台北校區五樓校友會館 

召集人: 吳東野（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兼美歐所所長）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出席  :李正通、吳東野、卓忠宏、李俊毅、林子立、楊三億、譚偉恩、崔

進揆 

紀錄:梁曉昀 

 

內容摘要:  

一、李正通老師 

1. 分析《歐洲安全政策:Horizon2020中安全議題》。 

2. 如何推廣小國研究 

3. 如何將小國研究群與國家實驗研究院社群結合 

二、研究群成員與李老師之 Q&A問答。 

三、討論下次召集人與會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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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5 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聚會 

 

會議主題 

川普當選後歐亞中小型國家安全環境變動 

 

時間  :2016年 12月 16日(星期五)上午 10:10~13:45 

地點  :中興大學社館院 931會議室 

召集人: 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出席  :吳東野、卓忠宏、張心怡、林子立、楊三億、譚偉恩 

紀錄:梁曉昀 

 

會議內容: 

一、吳東野老師致詞。 

二、各研究群成員針對川普當選後之國家安全變動議題演講： 

1. 卓忠宏川普時代歐盟「唯美」路線走向分析 

2. 張心怡川普當選後的亞太區域安全局勢 

3. 林子立川普當選與英國脫歐之比較分析 

4. 譚偉恩論強權內政變遷對國際關係的潛在影響 

 

三、與會來賓與學生之 Q&A討論。 

四、討論下次聚會之召集人與下半年度研究群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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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6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聚會 

 

會議主題 

亞歐會議與一帶一路:歐洲國家的觀點 

 

時間  : 2017年 01月 06日(星期五)上午 10:10~13:45 

地點  :南華大學圖書館生命教育中心 

召集人:張心怡（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出席  :吳東野、卓忠宏、張心怡、蔡育岱、林子立、楊三億 

紀錄:梁曉昀 

 

會議內容:  

一、卓忠宏老師致詞 

二、各研究群成員針對不同子題演講，會議子題如下： 

1. 亞歐會議的發展現狀以及中國大陸藉由亞歐會議此一多邊平台推動一

帶一路的過程 

2. 歐盟對於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容克計畫與「一帶一路」倡議

銜接對於全球局勢的影響 

3. 歐洲主要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以及其各自提出的發

展戰略如何與「一帶一路」倡議進行銜接 

4. 歐中關係藉由一帶一路的趨近，對於兩岸關係、區域及全球局勢的影響

以及台灣的因應之道 

 

三、共同討論研究群是否要延長計畫，與討論下半年度研究群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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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7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聚會 

 

主題 

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研究-結案報告總檢討 

 

時間  : 2017年 6月 27日 (星期二)上午 11:00~13:30 

地點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會議室 

召集人: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出席  : 吳東野、卓忠宏、楊三億、 

紀錄:梁曉昀 

 

內容摘要:  

一、研究成員執行心得報告（由卓忠宏教授彙整報告） 

二、社群成員研究成果彙整。 

三、結案報告撰寫內容。 

四、小國研究社群後續發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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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協辦座談會 

 

會議主題 

英國脫歐與當前歐盟政經整合局勢座談 

 

時間：2017年 4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2點~4點 

地點：中興大學社館大樓 931教室 

召集人: 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與會學者： 

楊三億(中興大學國政所教授) 

張台麟(政治大學歐語系教授) 

鍾志明(南華大學歐研所教授) 

陳蔚芳(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李俊毅(國家實驗研究院研究員) 

 

討論題綱： 

一、英國脫歐內部挑戰：蘇格蘭分離主義及其它 

二、英國脫歐外部挑戰：與歐盟夥伴關係前景 

三、英國脫歐對英法德三方領導之影響 

四、英國脫歐對歐洲安全體系之衝擊 

五、其它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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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執行心得 

 

研究歐盟小國困難之處在於歐盟獨特的治理體制，在很多領域中限縮了會員

國的自主權。傳統安全議題牽涉國家主權的敏感性，歐盟依舊維持跨國合作或政

府間會議進行協商，決策過程仍以共識決為基礎。非傳統安全這類型議題敏感度

低，有時跟國力強弱與經濟實力並無直接關連，議題更具結盟彈性，小國能發揮

的空間就相形寬廣。如前述歐盟治理過程中有「由上而下」的形式，例如歐盟在

原第一支柱的事務，屬於歐盟的專屬權限。或因應溫室效應，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標準，是由歐盟依照京都議定書規範，設定會員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分攤

額、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指令等等；有「由下而上」類型，如南歐國家聯合提案建

構起地中海領域非法移民的管制措施；也有「水平」管理類型，如歐盟能源與再

生能源政策，由歐盟與會員國共同合作，從歐盟外部進口或內部會員國互補有餘。

可見歐盟在「非傳統安全」治理並無單一類型，需視議題內容而定。 

研究群一年半的聚會，聚焦在從非傳統安全治理中瞭解小國在歐盟行為如何

受到歐盟特殊政治體系與決策的影響？其國家行為又如何受到不同層次的其他行

為者所影響？運作過程中如何確保小國權益？從社群成員挑選案例中，可歸納成

以下幾項研究發現與心得： 

第一，非傳統安全政策領域中，小國其實有其優先順序的回應。此類如愛沙

尼亞對能源供給需求的重視，特別體現在「北方管線」或「北溪計畫」的困境；

「地中海聯盟」成立過程中，在大國（法國、西班牙）注重移民與經貿事務外，

希臘與葡萄牙兩小國在推動環境永續發展議題上扮演了幕後的推手；匈牙利對農

業貿易的重視，甚至不惜對捷克發動貿易訴訟；面對非傳統安全產生的威脅，愛

爾蘭調整其中立政策：軍事上依舊維持中立，但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強化愛

爾蘭處理非傳統安全議題的能力，換得更大國家安全發展的空間。荷蘭與南歐葡、

西兩國對移民安全的重視，呼籲歐盟重視移民對於歐盟經濟、社會、安全的衝擊；

以及北歐小國（挪威、冰島、丹麥）在北極圈資源爭奪中，關注領土歸屬以及對

環境、海洋的影響。 

第二項重點是小國能夠成功地影響歐盟政策，建立起議題的結盟關係應屬關

鍵原因。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所組成的 V4集團（Visegrad Group）推

動中東歐夥伴國在歐盟睦鄰政策架構下與歐盟進行更緊密的聯繫；羅馬尼亞、保

加利亞運用「黑海經濟合作組織」，扮演橋樑的角色，一方面積極配合歐盟能源

安全的規劃與轉型（再生能源），另外一方面則促成「黑海經濟合作組織」與歐

盟合作，調整作為前蘇聯附庸的佈局，以能源議題取代傳統軍事安全議題。在「地

中海聯盟」成立運作過程中，葡萄牙與希臘在歐盟推動地中海政策時與西班牙、

義大利、法國結盟，成功將移民管制、再生能源（太陽能）發展與地中海污染防

制這類議題形成政策的例子；以及芬蘭透過「北方政策環境夥伴」的運作，強化

與北歐周邊國家以及俄羅斯之間的互動，推動能源安全與環境計畫，提升芬蘭本

身在安全議題的保障，都是結盟的成功案例。 

第三個發展是小國對機構的影響力加強。歐盟歷經數次擴大的結果，小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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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激增。現有 28個成員國中，符合小國定義就佔 22國（歐洲學界通用的概念，

將荷蘭的人口視為界定歐盟小國的門檻)，導致歐盟內部小國與大國間權力平衡出

現變化。里斯本條約後機構的調整，又賦與了小國加強影響力的若干指標。這些

現象可以提供本文很多思考的面向：首先，在歐盟組織架構設計中，每半年由會

員國輪流主持議事的輪值主席設計，賦予了小國在歐盟內部推動議案的獨立自主

空間；其次，歐盟執委會原預計縮減現有規模三分之一。對小國而言，此種提升

歐盟行政效率無異於調整有利於大國的決策機制。然而在愛爾蘭堅持下，最終維

持一國指派一名執委會委員的傳統，印證了小國確有增加影響力的機會；第三，

2014年上任的執委會主席由超小型國家盧森堡前總理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擔

任。執委會成員中的 7名副主席有 5名來自小國，其中不乏維持小國與大國之間

權力平衡的考量；第四，歐盟修訂部長理事會已施行數十年之久的決策方式，把

大部份政策領域的決策從「一致決」(unanimity)修訂為「條件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 Vote, QMV)。里斯本條約後再修訂為「雙重多數決」(Double Majority)，以

國家數（55%）以及人口比例（65%）作為加權記票方式。小國在人口比例上也許

居於不利，但小國居多的歐盟在議題主導權與結盟的彈性就增加不少。過去在「2+2」

機制，2大國加 2小國的加權票數就可以形成否決的門檻。如今需要歐盟將近半

數國家才能達到抵制多數的條件，日後大國主宰議題能力降低，相對就提升了小

國對大國討價還價的空間。 

第四項發展是小國可運用外部影響力，例如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社群」對

政策有一定影響力，特別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其因果關係之界定、衝擊影響之評

估、因應策略之選擇，都特別需要科學的依據。在實例研究中，藉由專家所組成

的知識社群在特定議題上，也確實發揮了不可輕忽的影響。這類型知識社群由跨

國界、跨領域的科學家及技術官僚組成，與國家權力大小、經濟實力、人口多寡

都無直接關連。小國可透過「知識社群」這類非政府組織，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重

要作用，這在國際政治議題日益複雜的情況下，提供小國在歐盟內部運作一個新

的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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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執行成果 

研究群聚會初期為邀請專家學者就設定之主題演講，成員與談。後期則以座談、

研討會形式，並有計畫地分別投稿至期刊發表。研究群成員計畫執行期間研究成

果如下： 

 

（1）期刊論文 

 

李俊毅（2017），〈認同與安全政策：邊緣性對愛沙尼亞的影響〉，《問題與研究》，

第 56 卷第 2期，頁 1-29。 

楊三億（2017），「規範創新與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 以芬蘭氣候政策為例」，

理論與政策(雙匿名審查)，第 20 卷第 2期，頁 43-75。 

楊三億（2017），「歐洲中小型國家安全政策: 策略選擇與轉型」，問題與研究

(TSSCI)，第 56 卷第 2期，頁 31-66。 

楊三億（2016），「烏克蘭危機與歐盟對週邊國家外交政策」，戰略與評估，第

5 卷第 4期，頁 69-87。 

楊三億（2016），「非傳統安全與歐盟小國影響力發揮：以立陶宛打擊非法走菸

草產品為例」，問題與研究(TSSCI)，第 55 卷第 2期，頁 29-62。 

卓忠宏（2016），「移民與安全-歐盟移民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56期，

頁 47-73。 

蔡育岱、李思嫺（2016），「大小之爭：北極圈大小國家的戰略互動」，《全球政治

評論》，第 56 期，頁 25-45。 

 

（2）研討會論文 

 

蔡育岱（2017），「當代國際法如何保護小國：聯合國與小國的關係」，國家文教

展望基金會主辦，《小國立國之道研討會》。 

蔡育岱、崔進揆（2017），「歐洲反恐對民主法治的衝擊：兼論對台灣的省思」，

警察大學主辦，《第十二屆恐怖主義研討會》。 

Sanyi Yang （2017）, "Revisiting Small and Medium States Security Policy," EUSA 

AP Annual Meeting(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01-02 July.. 

楊三億（2017），「中東歐國家與中國大陸交往初探: 一個概觀」，2017年中國

大陸研究暨展望 2020年的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南華大學)，3月 10日。 

楊三億 （2016），「降低介入、維持現狀與積極調適:烏克蘭危機與歐洲五國的

中立政策發展」，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研討會，11月 25-26日。 

楊三億，「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一個內生因素的分析視角」，中國再起-跨時、

跨域、互動的觀點，2016年 10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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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yi Yang （2016）, "European SMSs’ Security Policy Choices in the Face of 

Ukraine Crisis," EUSA AP Annual Meeting, 29-30 June. 

卓忠宏（2016），「檢視歐盟地中海移民政策」，四川大學歐洲問題（歐盟）研究

中心、歐盟讓•莫內優秀歐洲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中國歐洲

學會主辦，《第六屆海峽兩岸歐盟研究學術論壇-歐盟大外交》。 

 

（3）其他（評論性文章） 

 

陳蔚芳（2017），「移民問題與英國退歐的動因及其談判前景」，《全球政治評論》，

第 58期，頁 11-14。 

李俊毅（2017），「英國（還）可以影響歐盟嗎？淺談後脫歐時期的英－歐關係」，

《全球政治評論》，第 58期，頁 15-20。 

卓忠宏（2017），「焦點評析-川普時代歐盟『唯美』路線走向分析」，《全球政治

評論》，第 57期，頁 1-5。 

林子立（2017），「焦點評析-川普當選與英國脫歐之比較分析」，《全球政治評論》，

第 57期，頁 7-12。 

張心怡（2017），「焦點評析-川普當選後亞太安全局勢」，《全球政治評論》，第 57

期，頁 13-18。 

譚偉恩（2017），「焦點評析-論強權內正變遷對國際關係的潛在影響」，《全球政

治評論》，第 57期，頁 19-24。 

 

 

（4）105學年度第 5 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 

 

主題：川普當選後歐亞中小型國家安全環境變動 

論文作者與主題： 

卓忠宏川普時代歐盟「唯美」路線走向分析 

張心怡川普當選後的亞太區域安全局勢 

林子立川普當選與英國脫歐之比較分析 

譚偉恩論強權內政變遷對國際關係的潛在影響 

（收錄於《全球政治評論》-焦點評析，第 56期，2017年 1月） 

 

（5）105學年度第 6次「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會議論文集 

 

主題：亞歐會議與一帶一路:歐洲國家的觀點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張心怡（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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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6）105學年度「歐盟小國非傳統安全政策」研究群協辦座談會 

 

主題：英國脫歐與當前歐盟政經整合局勢座談 

論文作者： 

楊三億(中興大學國政所教授) 

張台麟(政治大學歐語系教授) 

鍾志明(南華大學歐研所教授) 

陳蔚芳(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李俊毅(國家實驗研究院研究員) 

（收錄於《全球政治評論》-焦點評析，第 58期，201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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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一 

研究研究群聚會照片

2016.04.22 東海大學聚會 2016.04.22 東海演講實況

2016.06.21 中正大學聚會 2016.11.14 淡江大學聚會

2016.12.16 中興大學聚會 2016.12.16 中興大學聚會

2017.04.14 協辦活動 2017.01.06 南華大學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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